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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专题地图基调色的概念，根据地图设计理论，分析了不同色调的视觉感受效果，由此提出专题

地图基调色设计的原则和步骤；并针对类别色、级别色和普染色３种面色的基调色设计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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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是地图视觉变量中一个很活跃的因素，

在地图设计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色彩本身即

是地图符号的一种，同时也起着装饰地图的作用，

即地图色彩兼具信息和审美两种价值。由于影响

色彩设计的因素很多，如色彩的多样性，色彩所表

现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地图读者对色彩的感受性

差异等，使色彩运用成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色调作为色彩的最基本属性，是色彩情感设

计的重要内容。一幅地图作品给观众什么样的感

受，首先得确定整体色调，它是设计者给读者感受

的重要因素，有强烈的震撼力。因此，确定适合表

达地图主题的总体色调是设计成败的首要因

素［１］。本文对专题地图基调色设计展开研究。

１　专题地图的基调色

在专题地图中，地理要素分为专题和地理底

图两种要素。专题要素是地图的主题，属于视觉

效果的上层平面；地理底图要素说明主题发生的

地理环境，是为专题要素服务的，处于下层平面，

它们共同形成专题地图最基本的两个视觉层

次［２］。一般地，地理底图要素是指能指明专题现

象发生区域的居民地、水系、交通网、地貌及境界

等点状和线状的要素，为不干扰专题要素的表达，

这些点状或线状的基础地理要素都以沉着、灰暗

的棕灰或钢灰色表示。同时，处于底图要素视觉

层次之上的专题要素可能还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视觉层次，其中处于底层的，就是以普染色、级

别色和类别色等表示的各种面状色斑。所谓专题

地图基调色，就是指这类表示专题现象的面状色

斑的色彩，它是配色中的基础色。基调色设计主

要运用于面状色斑，致力于色彩的调和。

在地图基调色设计时，应选择能表现出设计

者所预期的读图者视觉感受的色彩作为底色，或

者应用在大面积上，然后将其他颜色置于此底色

上，或配置在其周围，逐步达到理想效果。换言

之，基调色是配色中面积最大的、作为底色和背景

色的色彩，是一个地图产品在第一时间所带给读

者的整体感觉。一幅地图的色调定位是倾向寒

冷，还是趋于温暖；是明朗鲜艳，还是质朴素雅，制

约着地图色彩的整体效果。地图由图形、色彩、文

字等要素共同组成，但人们在观看地图的瞬间，最

先感受到的是图面总体色彩给人的整体印象。

基调色的建立就是通过简洁的配色形成协调

的视觉效果，并强化图面视觉层次，从而形成一种

符合目的、和谐而统一的色彩关系。对于色调的

把握可以体现地图的意境和设计者的品味，即体

现地图的艺术价值。地图基于不同色调呈现时，

其所表现的个性以及带来的情绪反应是截然不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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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色调特性分析

人们面对任何一种颜色时，潜意识都会产生

一种心理反应。色彩给予人们心理的影响复杂多

变，这些现象称为色彩心理。美国心理学家奥斯

古德研究提出，色彩主要具有评价性、活动性和潜

在性３个心理因素。评价性是指色彩的比喻性，

如黑色比喻为阴暗、沉重；活动性是指色彩的象征

性；潜在性是色彩的物理属性，如黑色、咖啡色、深

蓝色是男性化的色彩，粉红、浅蓝、鹅黄色是女性

化的色彩；轻的色彩如黄、浅绿，重的色彩如黑、深

咖啡等。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可以为色彩定位，对

色彩进行恰当的描述或形容。

一幅地图作品的色调是指图面色彩形成的气

氛和总的色彩倾向。它是由色相、明度、纯度和色

性等综合运用形成的。从色相上划分，有红色调、

绿色调、黄色调等；从明度上划分，有高明度色调

（明调）、中明度色调（灰调）和低明度色调（暗调）；

从纯度上划分，有高饱和度色调（鲜艳色调）、中饱

和度色调和低饱和度色调；从色性上划分，有暖色

调和冷色调之分。

１）运用色调的冷暖感，表现不同地理要素的

特点。色相环上的色彩以冷暖的感觉分类可分出

冷暖色调。暖色调有红、橙、黄等色，冷色调有蓝、

蓝绿色、绿、蓝紫色之分。暖色热情温暖、外向活

跃，对人的视觉冲击力强，给人以生机勃勃的兴奋

感；冷色安静幽深、沉着庄严，虽不能在一瞬间强

烈地冲击视觉，但却给人以冷静、稳定的感觉。在

专题地图色彩中，冷色调常用于表示植被、水体或

一些人文要素等，如常常运用蓝色调来表现降水

量；而想表现温暖柔和的感觉时，可以用暖色调或

是明调色系作为基调，如日照图或人口密度图。

２）运用色调的明快感，产生愉悦的效果。纯

色、明色以及对比度强的色彩，使人感到清爽、活

泼、愉快。利用色彩的这一特点设计地图，能够使

人心情愉快地接受地图信息。如儿童用色喜好明

快、对比强烈，儿童地图应该符合儿童的审美需

求，可选用明色调和鲜艳色调作为基调色。

３）运用色调的立体性，强调地理要素主体。

由于暖色给人以膨胀、扩展感，而寒色给人收缩、

后退感，因此，在相同背景衬托下，观察者会感到

红色、橙色、黄色看起来温暖、明亮，显得大一些；

青色、蓝色、紫色感觉清冷、深远，同时显得小。色

彩的这种进退特性又称为立体性，地貌的分层设

色法就是利用这一特性塑造地貌的立体感。

明暗度也会产生前进、后退的错觉，纯度高低

也会产生膨胀、收缩感，从而造成前进、后退的效

果。如另一种分层设色的方案，平原用灰暗的绿

色，随高度增加绿色色彩越来越纯，再进一步增加

绿色的饱和度。这样用同样的绿色色调也能一样

显示地貌的起伏。专题地图中暖色调表示温暖、

干燥、前进、增长，冷色调表示寒冷、湿润、后退、减

少。常利用这一特性突出图面中的主要事物，强

调主体形象及经济、人口的增长与退缩（减少）。

４）运用中性色，形成清晰的视觉感受。在分

级统计图法与分区统计图表法配合使用时，分级

统计图法多作为背景，运用带灰的复色，分区统计

图表则用明亮的间色，共同形成两个层次的视觉

层次。

３　基调色的选择与设计

色彩设计是地图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

和掌握色彩、色调等相关知识，在地图设计中结合

不同专题要素，利用色彩的不同特性可以组合并

表现出地图设计者着重表达的地图视觉效果。

３．１　选择的原则

１）科学性———色彩应与所表示主题的涵义

不相违背；

２）调和性———从视觉感受出发，应有利于长

时间观看而不显枯燥；

３）审美性———当地图产品采用多种色彩时，

必须从视觉整体效果出发，确定一个主调。

３．２　设计的步骤

地图的色彩除了与地图的类型、用途、制图对

象的性质、特点等因素有关外，色彩本身不同的色

相、亮度及饱和度的配合效果差别也很大，给读者

造成的视觉感受也明显不同。因此，基调色的设

计大致分为以下三步。

１）了解和调查读者群的心理特点；

２）思考所设计的地图要呈现的视觉感受；

３）依据制图对象，分析应选择何种色相和色

调才能配合及突出所表现的地理要素，选出符合

整体感觉的色彩作为基调色。

３．３　基调色的选择与设计

３．３．１　类型面色（类别色）———用于类型图设色

南朝谢赫的“六法论”之四的“随类赋彩”是中

国色彩的理论基础。色彩虽有主观性的一面，但

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直接反映。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信息使人们产生对事物性质的

基本认识。类型图中的面状色彩一般用以显示现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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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质量特征，进行色彩设计时要能正确地反映不

同现象的固有特征及相互间的质量差别［３］。

一般地，地质图、地貌图、土地利用图等类型

图都有一套大致约定俗成的色标体系，如与地势

图相协调，地貌图中山地用黄棕色系，平原用绿

色系，荒漠为棕色等等；其他类型的专题地图中有

明确色彩特征的制图对象用与之相似的颜色，如

森林植被图以绿色为基调，并按照森林所处的不

同气候带，形成的森林品种的差异，从北到南，由

蓝绿中绿深绿过渡；无明确色彩特征的制图对

象则借助色彩的象征性来表示，如高温区、热带用

暖色调，低温区、寒带用冷色；表现环境污染用比

较灰暗的色调等［３］。如封三彩图１反映了某地的

水文情况，绿色基调立即令人联想到清澈的河流

湖泊；封三彩图２用灰色调表现笼罩在工业区的

大气污染，使人感到空气污染带给人的不适。

制图要素的面积也制约着其表示色彩的选

择。根据各类型单元的面积大小，在明度和饱和

度上作适当调整（如面积大的类型单元提高明度，

降低饱和度），以形成不同的基调色。下面仅就鲜

艳色调、明亮色调、含灰色调的建立进行探讨。

１）鲜艳色调。鲜艳色调是指间色或稍带灰

的鲜艳色的配合，是一种以纯度为主的配色方法。

采用高纯度色彩的配合，其特点是醒目突出、强烈

明快，但很难调和，容易造成色彩混乱的视觉效

果。可以考虑在相同或类似色相范围内，把色相

相近的色彩依光谱顺序配色，使得多种色相产生

自然的变化和谐（封三彩图３）；或者采用色相环

中间隔相等的色彩配色，其给人的强度感相同，能

够很好表现出调和感。当色彩对比过于强烈时，

可以加入黑色或白色进行间隔调和（封三彩图４，

用白色道路进行间隔）。

２）明亮色调。明亮色调是以明度为主的配

色方法。在不同色彩中混合大量白（ＣＭＹＫ模式

下犽＜５）后，整体色彩会趋向明亮而构成明亮调

子获得统一感。同时色彩间的对比关系有所减

弱，而协调性得到加强。

３）含灰色调。含灰色调将各种纯色混合灰

色（ＣＭＹＫ模式下犽＞１５），可以减弱不同色相间

的对比关系。在专题地图中分两种情况，底图混

合灰色可突出主题要素；另一种情况是分级统计

图与分区统计图表法配合，分级统计图作为背景

出现时，运用带灰的复色，而分区统计图表采用明

亮的间色，对比中拉开了视觉层次（封三彩图５）。

３．３．２　级别色———主要用于分级统计图设色

分级统计图的面状色表示现象的数量指标，

选色时要随着数量指标的增大，遵循一定的深浅

变化顺序和逻辑关系，以便正确地表达出数量关

系。

分级级别少时可使用一种色相，通过调整明

度和饱和度以使色彩调和均衡，从而形成相应的

基调。这种方法，整体感强，可以形成特定风格。

如封三彩图１中绿色混合白色制作三级明度差均

匀的明度色标，然后按照明度高低顺序进行排列，

深绿中绿浅绿，富有色彩的层次感，有一定的韵

律美。要注意的是必须建立合适的明度对比关

系，一种色相按明度不同，由深到浅分为１０°的

话，明度相差３～４°相配较好。明度大表示数量

指标少的对象；明度小表示数量指标大的对象。

分级级别多，用一种色相不能有效地区分各

个数量级别时，应该选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色

相。设色时应配合色相变化，由冷色向暖色转变

或由暖色向冷色转变。这种方法既可以使图面生

动活泼，又在变化中不失调和（封三彩图６中分别

是暖色调和冷色调，带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根

据色调的进退特性，一般数值增大时应使色彩向

偏暖变化，数值减小时向偏冷色彩变化。

表１是以轻快活泼的视觉感受为基础的选色

法和使用法。

表１　轻快活泼的视觉感受

Ｔａｂ．１　ＡｇｉｌｅａｎｄＶｉｖｉｄＶｉｓｕ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轻松活泼的

基本的感觉 敏捷、有规律的，轻快、活泼的

主要的 基调色淡色调、明色调、鲜艳色调等为基础的色彩

基本的

配色

使用上述色调，以同一色相、类似色相（黄色、绿色）

作整合，进行浓淡的表现

３．３．３　区域面色（普染色）———用于质底法中表

现面状的非类型或区划，及分区统计图

中的无级别底色

区域面色用以显示各区域分布范围及相互关

系，可以是一个颜色或一组复色，设色时应注意在

相互间有较明显差别的同时保持图面均衡。

专题地图中区域面色多用浅色，用复色时可

以考虑在不同色彩中加入灰色，淡化个性，增强共

性，使图面协调。封三彩图７在背景中黄色加入

了灰色，而上层专题要素设色鲜艳，主题突出，总

体色彩显得柔和，对视觉刺激缓慢，适合长时间观

看；在封三彩图８汉堡口岸的发展与规划图中，旧

港区用加了灰的紫色，给人年代久远的感觉；新港

区采用中纯度的紫色，反映现势状况。整体色彩

协调，形成了鲜明的时间序列。当色彩对比过于

强烈时，也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几个色或其中一个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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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饱和度，提高明度来达到调和的效果。设色

时还要注意色块大小、位置，一般饱和度低、对比

弱的色彩常用于大面积，饱和度高、对比强的色彩

适于小面积。

在地图基调色设计的实际工作中，还要注意

根据专题地图的不同表示方法和实际的地图用途

等方面来考虑色调。例如，质底法常用于地貌图、

土壤图、植被图、土地利用图和区划图等，选用颜

色时力求质量属性方面相近的制图现象采用相近

的颜色。范围法表示间断呈片状分布的面状现

象，如农作物的分布。当这两种表示方法配合时，

为保证地图的清晰易读，突出主要的一种表示方

法极为重要，因此，要注意选好主要的那种表示方

法的底色。专题地图用途、读图对象以及读图条

件不同，地图基调色的选择也有差别。交通旅游

图要求活泼华丽，给人以兴奋感；教学挂图应用色

浓重，以便在通常的读图距离内清晰地阅读；一般

参考图色调应清淡雅致，以便容纳较多的内容。

４　结　语

地图的习惯用色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决定的：

① 体现专题地理要素本身的属性特征和色彩特

征；② 读图者对地图的使用与色彩视觉感受。地

图的色彩倾向性，就是这两者的恰当综合。色彩

的搭配不仅体现着美学的诉求，而且是一种可以

强化的识别信号。所以，基调色一经确定，要保持

一定的稳定性，可以起到辅助识别和强化地图信

息的作用。

总之，面对不同读图群体，专题地图基调色设

计应该有效地利用群体的审美特征和视觉心理，

从地图设计的总体目标出发，适应现代地图视觉

传达设计发展的需求，依据具体制图区域和制图

要素进行全面分析，使地图色彩与内容统一协调，

并与符号、文字结合，创作出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

的高质量地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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